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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
“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计划
（2006 年 1 月制定，征求意见稿）
为了有效地实现“通过实行素质教育，进而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
心全体教职员工经过认真讨论，并在 2004 年年初所提交的物理实验中心“下阶段的工作思路”以及
2005 年所提交的“物理实验中心中长期发展计划”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和补充，现制定出物理实验
中心在“十一五期间”的发展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一、 师资队伍建设――学科稳步发展、保持教学水平和质量的最根本保证
1． 实验中心的人员规模
按照实验中心目前承担的实际教学任务和实验室的规模，并考虑到实验中心今后的可持续及健
康的发展，经过物理教学实验中心领导小组及全体教职员工的几次讨论，认为每个教职员工要保质、
保量地完成每个学期的实验教学任务，同时，又能有一定的时间对现有的实验内容或仪器进行必要
地改进、完善和提高，做到与时俱进，以确保整个实验中心处于长期高效的运作状态，中心需要一
套由 20 人组成的、稳定的、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专任师资队伍（骨干教师和高水平的实验技术人员）。
人员的具体配置如表 1 所示。
*
表 1. 物理教学实验中心实验师资队伍配制情况
实验名称

平台实验

物理系实验

自学实验

演示实验

近代实验 I

近代实验 II

教师

3.0

2.0

1.0

1.0

2.0

1.0

技术人员

3.0

2.0

1.0

1.0

2.0

1.0

合计

6.0

4.0

2.0

2.0

4.0

2.0

*: 上述人员数量的配备，是其 90％的工作量以实验教学、教学研究和学生班导师为主计算的。
2. 实验中心的岗位（职务）结构配制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为了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和目标到位，岗位结构配制以教师系列和实验
技术人员系列分开设置最为符合高等教育的教学规律，使他（她）们分别主持实验课程和实验室管
理建设工作。因此，实验中心正高级职务岗位需要设置 3 (2 教师系列+1 实验技术人员)个，其中教
师系列岗位分别设置在基础物理实验 1 名（分别主持平台物理实验（含医学物理实验）和自学物理
实验、以及物理系实验（含设计性研究性实验和综合物理实验）和演示物理实验）
，以及近代物理实
验 1 名（主持近代物理实验 I 和 II 等）；与此同时，实验技术人员系列正高级职务岗位为 1 个。在此
基础上，建议：教师系列和实验技术人员系列职务岗位的比例设置分别为：1（正高）：3（副高）：1
（中初级）和 1（正高）：7（副高）：2（中初级）。
二、 课程建设――以实验课程建设为契机，带动中心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并加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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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科物理实验
在现有的“自学物理实验（全校公选课）”内容和实验补充讲义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及以进一步
地完善，并进行实际的教学实践，为开设《文科物理实验》做好准备。
2、基础物理实验（平台课）
为了充分体现医科的特点，计划开设一个新的循环实验，专供医学院一年级本科生选做，以后
根据教学效果进行增减和调整，最终完成有复旦特色的“医学物理实验”（平台课）。
3、物理系本科生物理实验
对原二年级的物理实验（上、下）进行适当地调整。计划如下：
（1）将物理实验（上）改为“物理实验”，仍为每周 2 学时，2 学分；而原物理实验（下）改
为“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每周从原来的 2 学时增加到 3－4 学时，2 学分（如果可以增加为 3
学分更好）；以保证每个物理系的本科学生都能接触到“设计性研究性实验”，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
（2）将原计划在三年级为物理学系学生开设的“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选修课）调整为非物
理系的理科类学生的选修课，开课时间拟提到二年级（下），仍为每周 2 学时，2 学分。
（3）增设“近代物理实验 II”。该课程中所有的实验内容均来自校内（以物理学系为主）相关
的科研课题小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目前已经开发出或正在开发的实验有 8 个课题（详见表 2）。
一旦完成该课程建设，它将来可以作为物理系本科生在四年级第一学期的实验课程；另外，视学生
实际情况，也可将部分题目扩展为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同时，该课程的最后目标是可以作为“研究
生实验”的一部分，供外校考取我们物理学系硕士研究生的选修课。

序

号
1
2
3
4

表 2. “近代物理实验 II”实验课题名称
实 验 课 题 名 称
表面磁光克尔效应实验
（金晓峰博士）
* 多功能光纤物理效应实验
（复旦大学光纤研究中心 贾波博士）
* 导纳谱测量半导体量子阱中的量子限制（约束）效应
（陆昉博士）
* 铁电薄膜物理性能研究实验
（马世红博士）

有机半导体发光器件实验
（侯晓远博士、王煜老师）
5
6
* 立方氮化硼薄膜的制备与表征
（乐永康博士）
7
石英晶体振动频率及其品质因数的测量和研究
（俞熹 博士）
8
电场调制光谱及其应用
（马世红博士）
9
液晶的空间光调制器和应用以及液晶显示器的物理参数测定
（光科系 徐克寿老师）
*: 实验讲义已撰写完毕
4、精品课程建设
拟以 2004 年已完成的“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教材为基础，加大教学实践的力度，按照精品
课程的具体要求，对“设计性研究性物理实验”进行必要的完善和补充新的内容。在 2006 年上半年，
完成该课程的建设，进而申报 2006 年度的复旦大学及上海市的“精品课程”。
三、教材建设――是反映课程建设整体学术水平的标志
1. 在“自学物理实验（全校公选课）”的基础上，编写《文科物理实验》；
2. 基于“基础物理实验”课程中为医学院学生开设的循环实验，编写《医学物理实验》；
3. 在“演示实验”目录的基础上，整理并完善其全部实验内容，逐步做到将这些内容拍摄成
录像片，最后做成光盘；待条件成熟以后，可以考虑正式出版为 CAI 辅助教材（以光盘形
式出版）；
4. 作为“近代物理实验 II”的建设，目前所要做的主要工作是完善实验仪器的配套及搭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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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熟实验内容教学讲义的编写。可以设想，视课程建设今后的发展趋势，希望该部分内
容能够以《高等物理实验教程》（暂定）的名称正式出版；
5.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启动对《基础物理实验》教材的修订，并出版《基础物理实验》（第二
版）。
这样，所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与目前已经正式出版的、主要面向理科学生的《基础物理实验》
和《近代物理实验》（上、下篇）教材相结合，最后就可以形成一套具有复旦特色的物理实验系列教
材。
四、国家级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实验教学水平的体现，为高校实验教学提供经验
我们的建设目标是：树立以学生为本，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和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验教学观念，建立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实验教学体系，建
设满足现代实验教学需要的高素质实验教学队伍，建设仪器设备先进、资源共享、开放服务的实验
教学环境，建立现代化的高效运行的管理机制，全面提高实验教学水平。为高等学校实验教学提供
示范经验，带动高等学校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
在学校教务处和物理学系的领导下，按照国家级的评审指标和建设内容，争取在 2006 年通过教
育部组织的评审，以展示中心的主要内容，承担相应的培训，宣传推广经验，扩大受益面，充分发
挥其在全国范围的示范辐射作用。
五、增设“高等物理教育”硕士点――基础课教师发挥自己专长的阵地
（略）
六、其它
1． 建设物理演示实验厅
拟申请大教室一间（面积不少于 200 m2），用作物理演示实验厅。演示厅可使现有的演示仪器最
大程度的发挥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弥补大平台物理课程学时的不足。因学时所限，在课堂上不可能做很多的实验，一些
调试复杂，过程所需时间长的演示实验，则无法在课堂上演示。若该实验概念清晰、现象精彩，而
弃之，则非常可惜，但是，若放在演示厅中展出，不失为对课堂教学的一种有机补充。
（2）可扩大受益面。目前演示实验仅限于为大平台教学服务，将仪器陈列到演示厅后，可面向
全校开放，每年可有 3000 多人受益。
（3）演示厅仪器多，可为学生提供大量动手操作的机会，从而可成为一个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基地，同时也可增加学生对物理学科的了解和热爱。
（4）可为下一步演示教学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场所。
（5）可通过这个窗口，将新的科技成果介绍给学生。
同时，近年来，演示实验在各高校中已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
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等许多知名大学均已建立了专门的物理演示厅，面积均等于或大于 200 平米，
其中有些学校用于演示和存放仪器的总面积已近 1000 平米。
综上所述，复旦大学作为一个一流大学，物理演示曾经在全国高校中走在前列，但近年来，在
仪器的利用率方面我们已经有所落后，因此建立物理演示厅非常必要，且迫在眉睫，相信演示厅的
建立将使学生大大受益，且在今后的教学评估中为大平台物理课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2． 实验中心使用面积的扩大
通过与教务处和物理学系领导的沟通，根据物理实验中心的发展要求，以及对近几年来全国其
他兄弟院校实验中心实验室面积情况的调研，并结合复旦的实际情况，实验中心认为，我们的实验
室使用面积总计 3500 平方米以上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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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心仅有实验室面积 2100 平方米，而且尚未装修过的实验室有光学楼 260 平方米及普通
物理实验室（3.5 间）140 平方米，加上实际新增的 1400 平方米，在今后五年期间，预计需要装修
的实验室面积为 1800 平方米左右。相应的预算（经费 500 万元）已经上报教务处。
3． 将物理学系相关课题组拟开设的“研究生实验”与实验中心开设的“近代物理实验 II”的有
机的结合
实验中心的老师在“近代物理实验 II”的建设过程中，非常希望能够得到物理学系相关课题组
广大教授们的帮助和大力支持，有更多的成熟课题被开设出来，变成为实验教学内容丰富的实验题
目，一来使物理学系及相关院系的学生受益，二来可以体现出复旦物理学的研究特色。与此同时，
我们中心的老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可以了解并接触到相关的前沿研究领域，弥补其缺少参加科研工
作机会的不足；最后，也为提高物理教学实验中心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稳定一支高水平的实验课
程教学队伍、保持高水平的实验教学质量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复旦大学物理教学实验中心
2006 年 0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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